
 

贫血是一种红细胞的数量(及其随后的携氧能力)不足以满足人体生

理需要的状况，具体的生理需要因个人的年龄、性别、居住区的海拔高

度、吸烟行为和怀孕的不同阶段而异。铁缺乏被认为是全球贫血中最常

见的原因，但其他营养缺乏(包括叶酸、维生素B12和维生素A)、急性和

慢性炎症、寄生虫感染和影响血红蛋白合成、红细胞生成或生存的遗传

或后天性疾病都可以导致贫血，因而不能仅仅用血红蛋白浓度来诊断铁

缺乏。尽管贫血不都是由铁缺乏引起，但还是应该测量血红蛋白浓度。

贫血患病率是一项重要的健康指标，与其他铁营养状况指标共同使用

时，血红蛋白浓度可以提供铁缺乏严重程度的信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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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信息系统(VMNIS)的用户提供用

血红蛋白浓度诊断贫血的信息，汇编了目前世卫组织对该专题的建议，

总结了用于确定人群贫血及其严重程度的界值和制订界值的年表。 

利用源自参考出版物的界值，可以确定贫血风险最高的群体和需采

取行动的优先领域，尤其在资源有限时更是如此。应用这些界值还有助

于监测和评估在实现预防和控制铁缺乏国际目标方面的工作进展，并进

一步为倡导预防贫血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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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汇总了目前的世卫组织指南，主要来自

以下5份文件： 

《营养性贫血》
[2]
是世卫组织科学工作组的一

份报告。工作组成员由1967年3月13-17日参加瑞士 

日内瓦会议的国际专家组成。该次咨询会议是在印

度、以色列、墨西哥、波兰、南非、英国、美国和

委内瑞拉的一项全球多国合作的研究开始3年之后

召开的。该项研究调查了孕期铁代谢以及钩虫病对

孕期贫血的影响，并进一步测试了检验血液和血清

的工作程序。1967年的咨询会议审议了这些研究的

总体进展，并讨论了铁、叶酸和维生素B12的营养

需要量。 

《通过初级卫生保健预防和控制贫血》
[3]
是国际

营养性贫血咨询工作组（INACG）于1987年5月在厄

瓜多尔基多会议后公布的，该文件旨在帮助卫生管

理人员和规划管理者制定和实施适宜的策略，以预

防和控制缺铁性贫血。它也考虑了当时正在18个国

家开展的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营养支

持项目（JNSP）在不同层次的机构，整合初级保健

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 

为了响应世界宣言和营养行动计划
[5]
，世卫组

织公布了《重大紧急事件营养管理》
[4]
。世界宣言

和营养行动计划
[5]
敦促各国政府为营养不良和微量

营养素缺乏高发的难民、流离失所者和受战争影响

的人群提供可持续的援助。 

2001年公布的《缺铁性贫血的评估、预防和控

制——规划管理者指南》
[6]
，主要基于1993年12月 

6-10日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大学 

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咨询会议编写。该咨询会议的

目标是及时向科研人员和国家主管部门提供一份关

于缺铁性贫血的权威综述，并帮助国家微量营养素

营养不良预防和控制规划管理者，确定应对缺铁性

贫血的有效措施。该次咨询会议的结论还补充了 

2000年之前出版的其它科学文献。 

《评估人群铁营养状况》
[1]
是世卫组织和美国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于2004年4月6~8日在瑞士日内瓦

联合召开的由34名专家参加的技术咨询会议的报告。

其最终目标是制订对抗铁缺乏和贫血的有效干预方

案。该次咨询会议的目的是审核现有的评估铁营养

状况的指标，选择评估人群铁营养状况的最佳指标，

选择用于评估控制人群铁缺乏干预措施所致影响的

最佳指标，以及确定与评估人群铁营养状况相关研

究的优先性。在本次咨询会议召开之前，世卫组织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2004年1月召开了工作

组会议，审阅了铁营养状况指标相关文献，选定了

要讨论的指标。2004年4月的咨询会议收到关于铁

营养状况指标的文献综述，内容包括红细胞  

(RBC)参数、铁蛋白、游离红细胞原卟啉、血清和

血浆铁、总铁结合力、运铁蛋白饱和度和血清运铁

蛋白受体；同时，还收到一篇综述，解释在急性期

反应时铁营养状况的指标。上述4篇综述已收录于2

007年公布的该文件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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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用于贫血诊断的血红蛋白水平(克/升)

 ±
 

 

建议  
 

人群 

                                                                                                                贫血* 

        非贫血*        轻度a       中度                  重度 

6-59个月儿童 110 或更高 100-109 70-99 低于70 

5-11岁儿童 115 或更高 110-114 80-109 低于80 

12-14岁儿童 120 或更高 110-119 80-109 低于80 

未怀孕妇女（15岁及以上）  120 或更高 110-119 80-109 低于80 

孕妇 110 或更高 100-109 70-99 低于70 

男性（15 岁及以上）  130 或更高 100-129 80-109 低于80 

 
± 
来自参考文献5和6

  

*  
血红蛋白以克/升表示 

a
“轻度”是一种误称，检测到贫血之前实际已经存在铁缺乏，尽管临床没有贫血表现，铁缺乏已产生后果。 

 

表1列出的贫血界值系世卫组织营养性贫血研

究小组
[2]
在1968年公布，而确定轻度、中度和重度

贫血的界值则在1989年《通过初级卫生保健预防

和控制贫血》的指南中首次提出
[3]
，之后在《重大 

紧急事件的营养管理》中修改了孕妇、非孕妇和5

岁以下儿童的界值
[4]
。所有贫血界值自1968年以来

一直未变，只是将原来的5-14岁儿童年龄组再分 

组，其中5-11岁儿童的界值降低了5克/升，以反映 

在美国非缺铁儿童的调查结果
[6]
。贫血界值首次公 

布于60年代后期，并被列入世卫组织的许多后续

出版物中
[3,4,6]
。美国第二次全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NHANES II) 对不可能有铁缺乏的参加者进行多  

项 其它生化试验检查，其结果验证了这些界值 [7]
。 

 在1968年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以血红蛋白110 

克/升作为孕妇的界值，且与前面提到的五项研究

结果一起提出。铁充足的健康女性在怀孕期间，血

红蛋白浓度发生明显改变，以适应母体的血容量和

胎儿对铁需要量的日益增加
[3]
。在妊娠早期，血红

蛋白浓度下降，在妊娠中期达到最低点，在妊娠晚

期再开始上升。目前，世卫组织没有推荐在不同孕

期使用不同的血红蛋白界值来确定贫血，但公认妊

娠中期血红蛋白浓度降低约5克/升。 

目前已知居住地区的海拔高度和吸烟可以增加

血红蛋白浓度
[6]
。因此，如果采用标准的贫血界值， 

可能低估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和吸烟者的贫血患病率。

表2列出了对生活在海拔1000米以上者的血红蛋白

浓度的推荐调整值，表3列出了对吸烟者的调整值。

如用表1列出的贫血界值，对测得的血红蛋白浓度

必须进行调整才有效。对海拔高度的调整值，来自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儿童营养监测系统中  

生活在山区儿童的数据，而吸烟的调整值是来自

NHANES II的数据。这两种调整值是叠加的，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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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海拔高度居住地测定的血红蛋白浓度调整值

海拨 (高于海平面的米数) 测定的血红蛋白调整值(克/升) 

<1000 0 

1000 -2

1500 -5

2000 -8

2500 -13

3000 -19

3500 -27

4000 -35

4500 -45

吸烟状况 测定的血红蛋白调整值 (克/升) 

非吸烟者 0 

吸烟者（全部） 

½ - 1 包/天

1 - 2 包/天

≥ 2 包/天

-3

-3

-5

-7 

表3   

吸烟者中测定的血红蛋白浓度调整值 

活在高海拔地区的吸烟者要做两项调整。除了海拔

高度和吸烟，有人提出不同种族群体的血红蛋白值

分布有少许差别
[6]，但这方面的数据很少，建议仍

使用标准界值。  

血红蛋白测定方法和血样来源（毛细血管或静

脉血）都会影响测定的血红蛋白浓度。一般推荐氰

化高铁血红蛋白法和HemoCue®系统用于确定人 

群贫血患病率调查
[6]
。在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法中，

将固定量的血液用试剂稀释，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后，

用精确校准的光度计确定血红蛋白浓度。氰化高铁

血红蛋白法是实验室定量测定血红蛋白的参比方

法，用于与其他方法比较及标准化
[6]
。HemoCue®

系统基于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法， 并已证明在现场环

境使用稳定和耐用。在评估血红蛋白浓度时也要考

虑血样的来源。一些研究表明毛细管血样的血红蛋

白测定值高于静脉血的测定值，这可能会导致假阴性

结果 [6]。  

表1列出的血红蛋白界值用于筛查或临床机构

诊断个体贫血，对于人群贫血的公共卫生意义可以

采用表4所示的标准来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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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人群贫血的公共卫生意义分类及根据血液血红蛋白水平估算的患病率 

公共卫生意义分类 贫血率(%) 

重度 40 或更高 

中度 20,0–39,9 

轻度 5,0–19,9 

正常 4,9 或更低 

如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联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for Health and Development (NH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 Avenue Appia, 1211 Geneva, Switzerland 
Email: micronutrients@who.int 
WHO home page: http://www.who.int 

© 世界卫生组织 2011

关于总结  

本总结的主要文献来自世卫组织在1968-2001

年间公布的五篇出版物
[1-4,6]
。这五份文件都有助于 

组成该领域的知识。简言之，血红蛋白界值是

在1968年的文件中首次提出的[2]
，它是根据四份已

发表的参考文献
[8-1 1 ]
和一组未发表的观察结果确  

定的。轻度、中度和重度贫血的定义在1989年首次

公布
[3]
，在随后的一份关于紧急情况下的营养的出

版物中略作修改
[4]
，同时提出了确定人群贫血的公

共卫生意义的分类体系。最后，2001年在供规划管理

者使用的指南中把5-14岁儿童年龄组再分组，并根据 

NHANES II 的数据对5-11岁儿童采用了新的较低的血 

红蛋白界值。2001年文件提供了对海拔高度和吸烟

的血红蛋白调整值。 

更新计划

世卫组织营养促进健康和发展司微量营养素

处负责审查本文件，如需要，将于2014年前按照

新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定手册》
[12]
的程

序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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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引用的资料

世卫组织。《血红蛋白浓度用于诊断贫血及评

估其严重性》。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信息系统。日内 

瓦，世卫组织， 2011 (WHO/NMH/NHD/MNM/11.1) 

(http://www.who.int/vmnis/indicators/haemoglobin_zh.pdf. 

访问日期 [插入具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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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boración del resumen
Las principales fuentes bibliográficas del presente
resumen fueron cinco publicaciones de la OMS (1-
4,6) emitidas entre 1968 y 2001. Se consideró que 
cada una de ellas proporcionaba información que 
contribuía a aumentar el conocimiento en está área.
En pocas palabras, en el documento de 1968 (2) se
presentaron por primera vez valores de corte para la
hemoglobinemia que se basaban en cuatro 
documentos publicados (8-11) y en un conjunto de
observaciones no publicadas. Las definiciones de
anemia leve, moderada y grave se publicaron por
primera vez en 1989 (3) y se modificaron
ligeramente en una publicación posterior sobre
nutrición en emergencias (4), que proponía también
un sistema de clasificación para determinar la 
importancia de la anemia para la salud pública. Por
último, en la guía de 2001 para administradores, se
dividió el grupo de edad de los niños de 5 a 14 años
y se aplicó un nuevo valor umbral, más bajo, para la 
hemoglobinemia en niños de 5 a 11 años en 
función de los datos de la NHANES II. En el
documento de 2001 se proporcionaron además
ajustes de la hemoglobinemia en función de la 
altitud y el tabaquismo.

Planes de actualización
La Unidad de Micronutrientes del Departamento de
Nutrición para la Salud y el Desarrollo de la OMS
tiene a su cargo la revisión de este documento y, si
es necesario, lo actualizará en 2014, siguiendo los
procedimientos del WHO Handbook for guideline
development recientemente adoptad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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